
1

关于江夏区 2021 年财政决算的报告
--在区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上

区财政局局长 陈新文

主任、各位副主任、各位委员：

我受区人民政府委托，向区人大常委会报告 2021 年区级财

政决算草案，请予审议。

一、2021 年财政收支决算情况

2021 年，全区上下咬定“千亿城区”目标，奋力拼搏，克

难攻坚，疫后重振持续加速、经济运行稳中向好、社会事业不

断进步、民生福祉有力改善，财政收入恢复性增长，财政支出

保障重点需要，财政决算情况总体正常。

（一）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决算情况

1.收入决算

2021年，全区完成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785,147万元（全

年组织征收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,274,378 万元，剔除上划中央

收入 489,231 万元后，区级留存的收入 785,147 万元），为预

算的 97.4%（决算数与调整预算数进行对比，调整预算数也是

向区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报告的预计执行数，下同）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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增长 20.4%。收入未完成年度预算的主要原因是落实中小企业

延缓缴纳 2021 年第四季度税费政策减少了当年收入。

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税收收入 653,434 万元，同比增

长 21.9%，占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比重 83.2%，比去年提高 1

个百分点。

2.支出决算

2021 年，全区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,335,461 万元（含

上级补助和一般债券资金安排的支出），为预算的 96.5%，增

长 1.3%。支出未完成年度预算的主要原因：一是政策性暂停发

放“五奖”以及人员变化等因素影响，部分单位基本支出未足

额拨付；二是部分项目支出未按计划完成结算手续，资金未拨

付。

3.收支平衡

2021 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总计 1,756,942 万元，其中：地

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785,147 万元，上级补助收入、政府债券

转贷收入、调入资金、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等其他各类收入

961,858 万元，上年结余 9,937 万元。2021 年支出总计

1,744,186 万元，其中：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,335,461 万

元，上解上级支出、债务还本支出、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等

其他各类支出 408,725 万元。收支相抵，一般公共预算结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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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,756 万元，全部结转下年支出。

（二）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决算情况

1.收入决算

2021 年，全区完成政府性基金收入 552,287 万元，为预算

的 72.2%，同比增长 59.1%。其中：土地出让金完成 520,588

万元，同比增长 69.3%；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完成 23,957 万元，

同比下降 14.3%；污水处理费收入完成 7,709 万元，同比增长

22.9%；土地储备专项债券对应项目专项收入 33 万元，同比下

降 99.4%（下降较大的主要原因：一是减少了土地储备专项债

转贷额度，单位上缴的发行费收入减少；二是原转贷东湖高新

区的债券划转东湖高新区承担偿还责任，减少了单位上缴利息

收入）。政府性基金收入未完成年度预算的主要原因是土地交

易市场低迷，列入年初计划的部分地块流拍，土地出让收入减

收较大。

2.支出决算

2021 年，全区完成政府性基金支出 838,256 万元,为预算

的 74.4%，同比增长 19.8%，主要是土地出让金以收定支，收

入减少，支出相应减少。

3.收支平衡

2021 年，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总计 1,070,209 万元，其中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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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级基金收入 552,287 万元，上级转移支付收入、政府专项债

券转贷收入、调入资金等其他各类收入 409,936 万元，上年结

余 107,986 万元。全年支出总计 961,861 万元，其中：政府性

基金支出 838,256 万元，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还本支出、调出资

金等其他各类支出 123,605 万元。收支相抵，累计结余 108,348

万元，全部跨转下年支出。

（三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决算情况

2021 年，全区完成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1,965 万元，为

预算的 100%，比上年下降 34.5%。加上上级补助收入 214 万元

及上年结转 1,134 万元，收入总计 3,313 万元。当年国有资本

经营预算支出总计 2,865 万元。收支相抵，累计结余 448 万元，

跨转下年支出。

（四）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决算情况

2021 年，全区社会保险基金收入 167,094 万元，同口径比

上年增长 17.1%；社会保险基金支出 132,725 万元，同口径比

上年增长 14.7%；收支相抵，当年结余 34,369 万元，加上历年

滚存结余 231,841 万元，年终累计结余 266,210 万元。2021 年

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由省级统筹、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由

市级统筹，区级财政决算不包含上述两项基金，与年度预算、

上年决算不具有可比性，同口径是将 2020 年决算数中两项基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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剔除后进行的对比结果。

2021 年一般公共预算、政府性基金预算、国有资本经营预

算、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的预算数、决算数及其对比分析，详见

决算草案。决算草案在报请区政府审批和区人大常委会审查之

前，已经区审计部门审计。

二、凝心聚力，2021 年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取得

较好成效

（一）财政收入恢复性增长。面对经济增速放缓、突发疫

情冲击、政策性减税降费、上汽通用产销恢复缓慢等诸多不利

因素影响，全区财税部门及时调整征收工作思路，切实加强房

地产、股权转让、疫苗扩产等税收和非税收入征管，协调抓好

新开工项目和外来建安企业属地纳税工作，努力做到应收尽收。

2021 年，全区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 20.4%，地方税收收

入增长 21.9%，地方税收收入占地方一般预算收入的比重比上

年提高了一个百分点。财政收入实现恢复性增长，收入质量稳

步提升。

（二）财源建设持续加强。区政府进一步加大对上汽通用

武汉分公司、生物制品研究所等重点企业扶持力度，千方百计

缓解企业生产经营困难，支持企业做大做强，不断夯实税源基

础。理顺民族建设集团等企业税收关系，通过多方沟通协调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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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功将包括民族建设在内的 20 家企业税收关系迁移至江夏，实

现了本地纳税，增加地方税收。抓好外来建安企业税收管控，

形成上下协调联动，齐抓共管的良好氛围，做到应收尽收、颗

粒归仓。

（三）民生保障有力有效。2021 年，财政资金向强化疫情

防控和自然灾害救助倾斜，全区用于教育、社保、卫生、环保、

交通、住房等民生支出 107.7 亿元，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比

重达 80.6%，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不断攀升。

（四）重要领域重点支持。区财政筹措资金 70.4 亿元，

用于城市攻坚、乡村振兴和大健康产业园等项目，加快城市建

设步伐，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，其中安排 8 亿元大健康产

业发展资金，“真金白银”支持园区建设。积极落实脱贫攻坚

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，2021 年全区衔接资金投入 7.23 亿

元，支付进度 95%，顺利推进乡村振兴任务。安排政府债券资

金 52.23 亿元，重点支持云景山医院、区一医院、区中医院新

建和改造 12.39 亿元，支持智能制造及工业园基地建设 3.15

亿元，支持还建小区建设 17.43 亿元，支持地下管廊、道路、

供水、治污等基础设施建设 8.95 亿元，支持中小学校建设 1.45

亿元，支持高标准农田建设 1.8 亿元，支持大健康产业园建设

7.06 亿元，进一步加大了补短板和基础设施建设支出力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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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惠企利民落地见效。对承租各类国有资产类经营用

房的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落实租金“3 免 6 减半”政策，

2021 年全区减免行政事业类房屋租金共 35 家单位 173 处，减

免金额 313.3 万元。安排“救企贷”基金 1 亿元，持续发挥“财

政+金融”携手效应，畅通融资渠道，合作银行共发放“救企贷”

73 笔，贷款金额 4.95 亿元，区财政贴息 45 笔，贴息金额 579.5

万元。全年落实减免税费 7.76 亿元，充分释放政策红利，激发

市场主体活力。

（六）直达资金及时精准。积极落实省财政厅要求，建立

直达资金常态化机制，持续做好直达资金分解下达、资金支付、

惠企利民补助发放全过程监管。2021 年全区收到直达资金

76,291 万元，项目分配率达 100%，支出使用 74,410 万元，支

出进度 97.5%，直达资金实现了快分、快用，直拨、直达，最

大限度地发挥了资金的使用效益。

2021 年，我们狠抓财源建设，推动疫后重振，实现了 GDP

过千亿的奋斗目标，财政实力加速恢复，财政支出保障有力，

财政改革纵深推进，经济运行保持平稳。与此同时，财政工作

仍面临一些矛盾和问题，主要表现在：经济发展环境复杂多变，

财源建设的活力需要进一步增强；刚性支出有增无减，资金保

障压力加剧，财政统筹调控能力需要进一步提升；预算执行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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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不够快，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不够高，预算绩效管理需要进一

步强化。对此，我们要高度重视，采取有效措施，努力加以解

决。

三、稳中求进，努力完成 2022 年财政预算目标

当前，财政改革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，财政紧运行成为常

态。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，全力确保财政平稳可持续运行，助

推经济固稳回升，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。重点做好以下几项工

作：

（一）努力实现收入目标。以目标为导向，加强调度分析，

细化工作措施，努力应收尽收；加强税源管控，强化重点地区

重点税源监控，确保政府投资项目属地纳税，严防税收流失，

在财政收入一季开门红、半年双过半的基础上，努力实现全年

保目标；加快留抵退税政策实施进度，确保应抵尽抵、应退尽

退，积极争取清算结算资金支持和财力补助；加大土地招拍挂

力度，切实增加区级可用财力。

（二）兜牢兜实“三保”底线。落实“三保”主体责任，

坚持“三保”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优先顺序，将“三保”作为

预算支出的重点足额安排，不留硬缺口。不折不扣落实过“紧

日子”要求，严控一般性支出，进一步压减非重点、非刚性支

出。严禁违反规定乱开口子，随意追加预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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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切实加快支出进度。督促部门加快年度预算执行进

度，尽快下达待分配资金，及时拨付政府债券和直达资金。大

力盘活存量资金，对本级预算安排的结余结转资金、超过两年

的上级转移支付专项资金和单位往来可用资金，一律收回总预

算统筹安排，全力保障区委区政府重大决策、重点项目、重要

民生实事的资金需求，以加大财政支出强度助力经济运行在合

理区间。

（四）强化预算绩效管理。重点推进财政支出政策绩效评

价、重点项目绩效评价和重大投资项目评审，增强政策可行性

和财政可持续性。加强绩效评价结果应用，将绩效评价结果与

完善政策、调整预算安排有机衔接，对产出高、效果好的项目，

运行成本低、履职效能高的部门整体支出以及实施效果佳的政

策性支出，优先保障预算；对绩效评价效果一般的项目和政策

督促改进优化；对交叉重复、碎片化的项目予以调整。

主任、各位副主任、各位委员：

我们将认真贯彻《预算法》及《预算法实施条例》的要求，

严格执行区人大批准的预算，积极发挥财政职能作用，担当作

为，求真务实，踔厉奋发，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

标任务，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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